
马 琳，女，汉族，
1976 年 10 月生，重庆
渝中区人，1997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5 年 12 月参加工
作，在职大学学历。现
任市公安局特巡警支

队特巡四大队大队长。

李 小 港 ，男 ，汉
族，1980年3月生，四
川开江人，2001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8 年 12 月参加工
作，在职大学学历。
现任市发展改革委国
民经济综合科科长。

符 宋，男，汉族，
1983 年 12 月生，四川
宣汉人，2008 年 4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2006 年 12 月参加工
作，大学学历，工学学
士。现任达州经济开

发区经济发展局党支部书记、局长。

张小兵，男，汉族，
1975年9月生，重庆江
津人，1996年4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94 年
12 月参加工作，在职
大学学历。现任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
批科科长。

曾凡新，男，汉族，
1993年5月生，河南洛
阳人，2014年9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2017年8
月参加工作，博士研究
生学历，理学博士。现
任市中心医院党委常
委。

侯俊杰，女，汉族，
1978年9月生，达州市
达川区人，2000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8年9月参加工作，
在职大学学历。现任
达川区实验小学党委
书记、校长。

陈志星，男，汉族，
1986年7月生，湖南资
兴人，2006 年 12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2013
年7月参加工作，硕士
研究生学历，工学硕
士。现任达州市惠泉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副经理。

雷 镭，男，汉族，
1982年1月生，四川渠
县人，2010 年 11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2004
年3月参加工作，省委
党校研究生学历。现
任市纪委监委第六纪

检监察室副主任。

孙玉明，男，汉族，
1973年1月生，四川宣
汉人，1997年6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96 年
10月参加工作，在职大
学学历。现任宣汉县
南坝镇党委书记。

谢 华，男，汉族，
1970 年 11 月生，四川
大竹人，1996 年 10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
年 8 月参加工作，在职
大专学历。现任大竹
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县扶贫开发
局党组书记、局长。

贾昭安，男，汉族，
1964 年 10 月生，四川
渠县人，1985年9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90
年3月参加工作，省委
党校大学学历。现任
渠县脱贫攻坚推进办

公室主任，四级调研员。

杜先桃，男，汉族，
1971年7月生，四川开
江人，2004 年 12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87
年9月参加工作，初中
学历。现任开江县公
路养护管理段夹柏树

机养站站长。

杨 雷，男，汉族，
1968年10月生，达州市
通川区人，2007年7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
年1月参加工作，大专学
历。原任通川区西外镇
新锦社区党委书记，因

病于2019年9月26日逝世，享年51岁。

郝金梅，女，汉族，
1979年8月生，达州市
达川区人，2004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1年3月参加工作，
省委党校大学学历。
现任达川区扶贫开发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 钰，男，汉族，
1982年4月生，四川万
源人，2010年8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2006年7
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
学历。现任万源市大
竹镇党委书记。

于 宏，男，汉族，
1963年4月生，四川宣
汉人，1985年6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83 年 8
月参加工作，省委党校大
学学历。现任宣汉县人
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

主任，巴山大峡谷景区管理中心主任，巴山
大峡谷综合开发建设指挥部指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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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敢担当善作为好干部”拟推荐人选公示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本报讯 12月2日，四川

文理学院书法艺术研究院揭
牌仪式在四川文理学院举
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市直机关工委书记洪继诚，
四川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戴跃
出席揭牌仪式。

洪继诚向四川文理学院
书法艺术研究院成立表示祝
贺。他说，作为书法艺术研究
院依托单位的四川文理学院，
是川东唯一的普通本科高校，
在人才培养、创新驱动、文化
建设等方面为我市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
是近几年，学院立足达州发展
实际，有针对性地开设学科专
业，为达州跨越发展储备和输
送了大量人才。

洪继诚表示，成立四川文
理学院书法艺术研究院，对我
市传承传统文化，引导广大书
法爱好者传承国粹艺术、提高

国学修养、浓厚人文底蕴、增
强文化自信，促进大学生全面
发展、成长成才，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希望四川文理学
院加快发展，尽早办出特色，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
大、更杰出的贡献。希望书法
艺术研究院大力开展书法教
学实践和书法艺术传承与发
展，发挥高校在文化传承与创
新中的引领作用；希望市委宣
传部、市文联加大对研究院的
艺术学术指导力度，帮助搭建
更多的对外开放合作平台，多
举办跨区域书法艺术展陈，促
进省内外、国内外书法艺术交
流，为提升达州文化软实力、
推动我市发展添砖加瓦、贡献
力量。

揭牌仪式上，四川文理
学院党委书记王成端为戴跃
等4位客座教授颁发了聘书。

（本报记者 邱霞）

四川文理学院
书法艺术研究院揭牌成立

本报讯 12月2日，达州
市第35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暨第十届青少年科技创新

“市长奖”颁奖大会在大竹县
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市总工会主席胡杰，四川
省青少年科技中心副主任夏
弘等出席并颁奖。

本 届 科 技 创 新 大 赛 以
“创新、体验、成长”为主题，
全市约 40 万余名师生参赛，
共征集竞赛作品1303件。经
过严格评审，通川区一小黄
诗茹的《AI 智能空中城市乐
园》等 52 个青少年的作品以
及市科协等16个单位荣获达
州市第十届青少年科技创新

“市长奖”。
颁奖典礼上，胡杰代表市

委、市政府，向获奖人员表示
祝贺。她希望广大青少年要
胸有报国情怀，积极参与科技
创新活动，为今后在科技创新
领域有所创造奠定坚实的基

础；广大科教工作者要引导学
生培养科学兴趣，发扬团队精
神，在创新的道路上勇攀高
峰；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引领带
动形成全民创新、全面创新的
良好氛围，努力将科技创新的
成效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成果，为建设幸福美丽达州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夏弘表示，近年来，达州
青少年和科技教师的科技创
新作品在各类大赛中颇有斩
获、成绩斐然，为四川增添了
荣誉。希望达州科技辅导员
和科技教育工作者努力探索
青少年科技教育的新形式新
方法，培养更多自主创新型
人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努力奋斗。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
丰年、市政协副主席郝德恒
出席并颁奖。副市长王全兴
宣读市政府表彰决定。

（本报记者 韩淑予）

第十届青少年科技创新
“市长奖”颁奖大会在大竹举行

本报讯 近日，全市政
协委员履职管理工作座谈会
召开。市政协副主席蒲春天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学习贯彻了中央政
协工作会议、全国地方政协工
作经验交流会精神，传达贯彻
落实全省地方政协联络暨“有
事来协商”试点工作座谈会精
神，总结近年来全市各级政协
加强委员队伍建设的经验做
法，研究探讨新形势下加强委
员队伍建设的思路举措。

蒲春天要求，新时期的
政协委员管理服务工作要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为统领，准确把握新时代委

员管理的性质特点，以政协
党的建设为引领，勇于担当，
不断提升本领，为政协委员
的服务管理打下坚实基础。
要注重协调配合，着力畅通
与委员、与政协机关和其他
协商机构的交流沟通渠道，
为高质量服务委员履职提供
保障。要不断健全委员服务
管理的制度机制，在委员联
络、情况通报、履职评价、中
共党员委员联系非党员委员
等制度建设上多思考、辟新
路，坚持用制度建设推动工
作，靠制度创新解决问题，以
制度规范加强管理，不断提
高委员履职管理水平。
(李敬洲 本报记者 邱霞）

全市政协委员履职管理工作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 通川区莲花湖
管委会以“学、研、改”为出发
点和着力点，推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往深里
走、往实里走。

坚持以“学”字破题，全
面落实领导干部上讲台制
度，领导班子带头学，驻村
干部深入联系社区带头讲，
引导党员干部先学一步、学
深一层。注重以“研”字开

路，由班子成员带队，通过联
系帮扶、全覆盖走访慰问农
民工等活动，集中对各个党
支部、党小组深挖细查、“解
剖麻雀”，收集基层党建等课
题20余个。突出以“改”字
落地，聚焦省、市、区委巡视
巡察反馈问题和群众反馈集
中的突出问题，建立健全工
作机制，分类梳理巡视巡察
反馈问题和“大走访”群众诉
求，把问题整改责任到人、落
实到岗。 （曹智星）

莲花湖管委会

本报讯 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达州市房管局结合单
位工作实际，通过广泛学
习教育、深入调查研究、认
真检视反思、着力整改落
实，推动主题教育取得实
效。

近日，市委主题教育办
公室第11巡回指导组一行

来到市房管局检查指导主
题教育工作开展情况。市
房管局相关负责人围绕物
业管理、中介机构管理、白
蚁防治管理、房产面积管
理、维修资金监管等热点难
点问题的专项整治情况作
了汇报，并表示市房管局将
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作为一项制度长期
坚持下去。

（本报记者 陈首江）

市房管局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本报讯 为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四
城同创”精神，助力中心城区“缓堵保畅”，达
州电力集团主动作为，妥善解决好了市民反
映二马路综合办公楼一楼占道影响交通的
民生问题。

该办公楼始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
历史原因，一直坐落在人行横道上。近年
来，随着城市建设发展提速，特别是滨河东
路快速通道即将建成通行，车流量将显著增
大，综合办公楼占道将影响车辆和行人通
行，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为此，达州电力集
团高度重视，自筹资金10余万元，委托专业
设计单位现场勘察并制定解决方案。本次
共拆除了长19米、宽3.55米、高5米的建筑
物，拆除面积达50.35平方米，恢复人行道防
滑瓷砖73.84平方米，并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将市民出行产生的影响减到最小，充分展现
了对达州电力集团作为市属国企的责任与
担当。（胡志安 靳亚梅 本报记者 唐荣）

本报讯 11 月 30 日，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联合中国建设银行达州西外支行，一同前
往宣汉县老君乡看望慰问红三十三军政治
部干部严仕道的孙子严楼昌老人，并为其送
上了慰问金。

“严老，遇到困难就找村干部或者退役
军人事务局，我们都会全心全意帮助你。”当
天上午，一行人驱车来到了严楼昌老人家
中，详细了解老人家中情况。在交谈中，中
国建设银行达州西外支行“张富清金融服务
队”还为老人送上了慰问金，并鼓励老人要
增强信心，早日实现脱贫致富。“真的谢谢你
们了！”严楼昌对前来慰问的一行人说。

据了解，今年63岁的严楼昌老人，因家
中两个儿子先后被检查出尿毒症而致贫。
2014 年，严楼昌一家被宣汉县人民政府认
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其祖父严仕道是原
红三十三军政治部干部，先后参加了川陕革
命根据地“反六路围攻”杨柳关阻击战、丰城
战斗、万源保卫战等战役。1934年5月，受
左倾肃反错误路线影响被错杀，时年 26
岁。1956 年，宣汉县人民政府为其平反昭
雪，追认严仕道为革命烈士。1992年，经中
共宣汉县委批准，恢复其党籍。

（本报记者 郑栋梁）

助力“四城同创”
达州电力在行动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赴宣汉慰问困难群众

本报讯 11月23日，由中共达州市
驻成都流动党委、宣汉县老协主办，中共
成都市辖区宣汉县流动党委、宣汉老协
成都分会承办的四川巴山大峡谷文化旅
游推介会在成都成功举办。来自达州、
成都的各流动党组织和老协、宣汉文化
旅游局等60余人参加了会议。

巴山大峡谷自然景观丰富独特，巴
人文化源远流长。近年来，在市委、市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宣汉县委、县政府因地

制宜，将巴山大峡谷打造成了川东北地
区一张亮丽的旅游名片。

推介会上，宣汉驻成都流动党委、宣
汉文化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就巴山大峡谷
的历史文化、宣汉中长期文化旅游战略
布局作了介绍。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对
巴山大峡谷心生向往，将积极推荐家人
和朋友前往旅游观光、度假休闲，亲身体
验巴山大峡谷的秀美风光。

据了解，目前，达州市人民政府驻成

都办已邀请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前往宣汉
巴山大峡谷、万源八台山等景区采风，作
品将成为成都达州宾馆公共空间文化艺
术，以此宣传达州旅游资源。

“宣传推介达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
责任。”达州市人民政府驻成都办相关负
责人说，接下来还将采取形式多样的宣
传活动，促进更多成都市民前往达州旅
游，助力达州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王泓尹 本报记者 刘姣）

巴山大峡谷文化旅游推介会在蓉举行

12月2日，第七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四川文理学
院2020届毕业生秋季校园双选会举行，来自省内外近250余家用人
单位走进校园，为同学们带来8000多个用工岗位。

（本报记者 邱霞 摄）

四川文理学院举行2020届
毕业生秋季校园双选会

（紧接第一版）并将整治工作重点逐步向
治理河道周边生活、农业污水源头延伸。

据宣汉县前河河长办公室工作人
员介绍，如今，在生活垃圾治理方面，宣
汉县按照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方
式，前河流域85%以上乡镇生活垃圾全
部实现了深埋处理；黄石乡垃圾发电项
目即将完成”三通一平“工作，该项目建
成后，全县垃圾将进行焚烧发电无害化
处理。在工业污染防治方面，按照“关
停淘汰一批、整治提升一批、搬迁入园
一批”要求，宣汉县完成了冶炼、洗煤等
企业的搬迁入园、改造提升以及“十小”
企业的关停淘汰任务，从源头上杜绝了
河道淤积、河水浑浊等问题。在农村面
源污染治理方面，宣汉县全面拆除了前
河流域禁养区内31家畜禽养殖场（户），
建成有机肥加工厂两座，建沼气工程 4
处，畜禽规模养殖场设施设备配套率达

到 100%，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综合
利用率达到85%以上。

长期以来，河湖乱占、乱采、乱堆、
乱建等问题，是河湖保护工作的“绊脚
石”。2018年，宣汉县开展前河流域“清
四乱”专项行动以来，共整治河湖问题
1489 个，其中采砂类 5 个、河道垃圾类
274个、河面漂浮物类892个、河湖岸线
乱搭乱建类4个、非法捕鱼类3个、涉河
养殖类 3 个、面源污染类 10 个、场镇生
活污水厂建设及运行类5个、其他问题
253个。

同时，宣汉县对前河入河排污口进
行多次彻底摸排，排查入河排污口 52
处，要求补充登记，设立明显标志牌，落
实责任人。并强化干流监测系统建设，
设立流域水质自动监测站1个，对前河
水质实时监控，强化研判预警，适时掌
握水质动态。按照“三年攻坚”计划，到

2020年底，宣汉县所有乡镇都将建成污
水处理设施，目前，已建成污水处理站
19个。

实施“岸线绿化”

全面守护绿水青山

污染截住了，还得恢复被破坏的生
态。结合“四城同创”工作，宣汉县在前
河流域沿线加大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和
小流域综合治理力度。截至目前，该县

“岸线绿化”行动已投资5亿多元，实施
了江口湖库区5公里河岸线修复绿化工
程，综合治理河岸 9.82 万平方米、小
流域水土流失 53.9 平方公里。同时，
全县 15 座农村小水电站已全面编制

“一站一策”生态流量下泄方案，全部
落实了生态流量下泄措施，安装了监控
设施。

目前，宣汉境内水质基本保持在 II
类及以上标准。曾经浑浊不堪、饱受污
染折磨的前河，如今恢复了勃勃生机。

□文/图 本报记者 赵曼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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